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15 责任编辑 王侠 图片总监 吕咏梅 版式 屈伸 校对 段俊韶

14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2018年3月 第3440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微
信新闻热线 0371—65795789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日 星期三 戊戌年正月二十七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本报记者曹国宏曹怡然
通讯员徐海林

全国人大代表秦英林

做大扶贫产业 惠及千家万户

全国人大代表、牧原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秦英林，大学毕业29年，和猪打

交道就有26年，靠养猪，他拥有了一整

套核心技术，最多时获得国家专利技术

450多项；靠养猪，他曾获得了全国青年

五四奖章标兵、全国十佳青年农民；仍然

是靠养猪，去年9月，他获得了全国“脱

贫攻坚·奉献奖”，他所引领的企业获得

了全国“万企帮万村”先进民营企业奖。

在秦英林来北京参加两会前的2月

27日，他与黑龙江省克东县签订了战略

扶贫合作协议。牧原集团已累计在全国

13个省55个贫困县完成扶贫产业投资

215.16亿元，并使其中7省19个贫困县

的10.56万个贫困户成为“小股东”，享

受分红1.65多亿元，惠及贫困人口近30

万人。

秦英林认为，作为拥有一系列核心

技术的生猪养殖龙头企业，应该帮助农

民养好猪，圆梦想，发挥精准扶贫的引领

作用。秦英林在企业内部成立专职专责

的“扶贫办”，规划企业大格局扶贫方略，

即，面向全国贫困地区布局养猪扶贫产

业，致力把养猪主业做成全国最大的扶

贫产业，惠及千家万户。目前，已把养猪

扶贫产业从内乡县推向安徽、黑龙江、吉

林、辽宁、内蒙古等13个省的55个贫困

县，奠定出大格局布局养殖扶贫大产业

的坚实基础。

秦英林向贫困户分红的经验来自创

业地内乡县。在脱贫攻坚战略中，他思

考更多的是如何既能让贫困户利用养猪

稳定增收，同时又让农户规避技术、资

金、管理等风险，还能让企业实现持续发

展，从而实现“多方共赢”。于是，联手内

乡县委、县政府，一个全新的“龙头企

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合作社+贫困

户”的资产收益帮扶扶贫模式涵盖了该

县1522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该模式由

龙头企业和地方政府联合增信，银行发

放国家小额政策扶贫贷款，由贫困户组

成的合作社利用贷款建设养猪场，企业

发挥自己的人才、技术、管理、市场等诸

多优势租赁养猪并还本付息，合同确保

每一贫困户连续10年每年获得稳定收

益3200元；有劳力的贫困户还可优先经

过培训，在企业养猪产业链上为他们“量

身定做”的工作岗位上就业，获得每年2

万至5万元的工资收入。

在内乡取得经验后，秦英林又向全

国各地贫困县复制推广“5+”资产收益

帮扶扶贫模式。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秦英林坚信企

业的大格局扶贫战略将依托他们成熟的

“5+”扶贫模式而在贫困地区产生“短平

快效应”，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奔

小康。“10万户（贫困户）享受到‘5+’模

式分红只是起点。未来3到5年，我们

将在国家和省级贫困县再完成扶贫产业

投资200亿元，带动20万贫困户60万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秦英林信心满满。

襄城邀您
赏万亩油菜花海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听取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国务院关于国

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出席2962

人，缺席1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作关

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李建国说，制定监

察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坚持

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

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必然要

求；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实践经

验，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

保障的现实需要；是坚持党内监督与国家

监察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的创制之举；是加强宪法实施，丰富和发

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李建国说，监察法立法工作遵循以下

思路和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二

是坚持与宪法修改保持一致；三是坚持问

题导向；四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

法立法。

李建国说，监察法草案共分9章，包

括总则、监察机关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

管辖、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反腐败国际合

作、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法律

责任和附则，共69条。包括7个方面主

要内容：一是明确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

领导体制；二是明确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

针；三是明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和职责；

四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覆盖；五是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

限；六是严格规范监察程序；七是加强对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请审议的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要求深化机

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届三中全

会审议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同意将其中涉及国务院机构改革的

内容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现将根据《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形成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王勇作关于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王勇说，这

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如下，一是

关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组建自然资源

部，组建生态环境部，组建农业农村部，组

建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应急管理

部，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重新组建司法

部，优化水利部职责，优化审计署职责，监

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家监察委员

会；二是关于国务院其他机构调整，组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建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建国家

医疗保障局，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调

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隶属关系，改

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王勇指出，总的看，这次国务院机构

改革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

全会精神，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的要求，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既立足当前也

着眼长远，优化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职能

配置，理顺了职责关系。改革后，国务院

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

个。通过改革，国务院机构设置更加符合

实际、科学合理、更有效率，必将为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的各项任务提供

有力组织保障。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十三届全国人大专

门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

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

决办法，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

单，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曹建

明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王东峰、王国

生、李伟、林铎、黄志贤、谢伏瞻在主席台

执行主席席就座。

3月10日，汝阳县十八盘乡斜纹村扶贫车间女工在安装耳机。今年1月份，该乡党委积极与洛阳民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协调，在

该乡斜纹村扶贫车间合作加工电子产品，经过上岗技术培训，该村40余名农家女做起高科技“电子产品”。康红军 摄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国务院扶

贫办主任刘永富13日在人民大会堂“部

长通道”上说，给贫困县、贫困村和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更多帮扶这个原则不能动

摇，还要继续坚持。

刘永富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是经

过严格标准和程序识别出来的，瞄准贫

困县、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帮

扶也是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的内在要求。

同时，对贫困人口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

事情不能做，也有严格的约束机制。脱

贫攻坚大量投入改善了贫困地区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客观上一些非贫困户也

跟着受益。

“这么多帮扶资源怎样发挥更好的

作用，是我们工作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刘永富说，现在对贫困县村和非贫困县

村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是统一的政策。

下一步，各地可以探索帮扶资源统筹、整

合，针对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脱贫攻坚

任务重、贫困人口多的地方给予适当照

顾。

刘永富表示，对贫困人口不仅要强

调外部帮扶，也要扶贫和扶志相结合，激

发内生动力，鼓励贫困人口勤劳致富。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在这方面做统筹协

调，综合平衡的工作，尽量减少过大差

距，防止影响社会公平。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姚薇
蔚）相约七彩首山，共聚诗意襄城。3月

13日上午，记者从襄城县人民政府举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一届中国·襄城

首山油菜花旅游文化节将于4月2日上

午在襄城县首山开幕。本届文化节由襄

城县委、襄城县人民政府主办，会期15

天。

据悉，本届油菜花旅游文化节主题是

“七彩首山、诗意襄城”。文化节亮点纷

呈、独具特色：一是时节佳，旅游文化节在

4月2日开幕，正值仲春时节，山花烂漫，

气候宜人。二是规模大，首山油菜花种植

面积达万亩以上，而且以后将逐年扩大规

模，增加种植面积。三是花期长，今年油

菜花花期预计将长达1个多月，五湖四海

的朋友有充分的时间来观光。四是活动

多，在此次旅游文化节期间，将推出9项

主题活动，分别是旅游文化节开幕式、首

山文化项目签约仪式、环首山全民健身

跑、非遗展演、首山风筝文化节等活动。

“俺和孩子他爹身体都不好，都需要

长期吃药维持。以前，仅靠家里种几亩地

的收入还不够俺俩吃药的花费，一家人日

子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多亏了海超在村里

办了玩具厂，优先安排俺这些贫困户上

班。俺今年都49岁了，穷了半辈子，没想

到还能在家门口有份轻松稳定的工作，上

班挣工资，一个月保底挣1500块，多劳还

能多得，有了这份工作，俺很快就能摆脱

贫困过上好日子了。”日前，在家门口的玩

具厂上班的濮阳县八公桥镇东韩信村贫

困残疾妇女靳青霞说起眼前的工作，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靳青霞感激的海超就是八公桥镇扶

贫就业点环球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创办者

李海超。

今年31岁的李海超是濮阳县八公桥

镇东韩信村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小时候

因为家里穷，12岁便辍学外出，开始了艰

辛的打工生涯，一干就是九年。长期的打

工生涯，让他饱尝艰辛，也学到了一些技

术，积累了部分资金，于是便萌生了返乡

创业的想法。2008年，李海超回到家乡

八公桥镇开办了一家理发店，有了一份属

于自己的事业，而且凭着娴熟的技术和热

情服务，理发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因为

小时候的经历，受过苦，知道贫穷的无奈，

所以李海超在自己理发店生意越做越大

的同时，不断招收贫困家庭辍学的孩子做

店员，免费教他们理发技术，免费提供食

宿，并扶持店员自己发展理发事业。同

时，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公益事业，为留

守儿童、孤寡老人义务理发，并带领理发

店店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慰问贫困户，

资助贫困儿童上学。

在坚持做公益的同时，李海超认识到

这些资助活动并不能帮助贫困户彻底摆

脱贫困，于是又有了发展别的行业带领乡

亲致富的念头。2015年，他利用在外打

工期间掌握的信息和人脉，在自己家开办

了玩具厂，吸纳20余名工人从事来料加

工，加工毛绒玩具布套。为了吸纳家乡更

多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就业，2017年6月，

他又投资140多万元，建起了一处占地

4.2亩，拥有600平方米厂房的扶贫就业

工厂，主要生产各类毛绒玩具。目前，李

海超的玩具厂已吸纳工人70余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17人，每人每天可挣60

至80元。

“下一步，我还要继续扩大厂子的规

模，吸纳更多的贫困乡亲就业，让他们通

过家门口就业彻底拔掉‘穷根’过上好日

子。”李海超说。

李海超 村里办起玩具厂 带动乡亲拔“穷根”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高媛媛

返乡下乡创业返乡下乡创业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⑥⑥

汝阳 农家女做起高科技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吴倩王园园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更多帮扶
这个原则不能动摇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13日表决

通过了大会关于设立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

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设立10个专门委员会。

这10个专门委员会是：民族委员会、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

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

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需要在大会期间审议

监察法草案，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需要

在大会期间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中央和地方预算。为此，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13日分别表决

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

3月10日，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

事处宋砦村党总支书记宋丰年走进北京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报道中心，做客

《总编有约》，就如何让全面依法治国战略

在基层落地生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宋丰年说，自己连续当了五届全国

人大代表。结合创建的法治展览馆谈政

府工作报告，他说，“实事求是，催人奋

进,我非常赞成”。自己是个农民，感受

最深的是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安排

部署很全面很具体,反映出了农民的心

声和愿望。最关心的是农村的发展和治

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像宋砦村这样经济

基础较好的农村，农民富裕了，精神文明

也要富裕起来，法治意识、法治观念都要

跟上来，乡村治理才会更有效，乡风才会

更文明。

据悉，宋砦法治展览馆自2016年

12月1日开馆至今，已接待参观人员3

万多人。宋丰年说，下一步将对法治展

览馆增加一些新时代的内容和新要求。

今年的法治论坛定于10月1日前举行，

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开始。法治论坛的主

题将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发展

治理中的热点难点，为乡村振兴战略服

务，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宋丰年

让全面依法治国战略
在基层落地生根

十三届全国人大
设立10个专门委员会


